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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	 
  Kohelet：	 

	 希伯來文原意是「大會之主持人」「聚會中演講的人」等含
意	 

  Ecclesiastes：	 
	 源自希腊文翻译，「教師」即「傳道者」	 	 

  作者：	 
	 大多數福音派的學者，都以所羅門為本書的作者。	 

	 多處自證1:1,	 1:12,	 1:16,	 2:9,	 12:9	 	 

	 1:1	 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者的言語	 。	 	 

  主題：人生的意義。	 

  年期：	 
	 所羅門晚年的作品，主前九三○年左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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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歲繼承父位登基，王位穩固40年	 (970-930	 B.C.)�

  向神求智慧，人間智者(王上4:11-12,	 16-28,	 29-34,	 10:24)。�

  國勢強盛，四方朝貢(王上4:20-21)。�

  榮華權貴，富甲天下(王上4:20-21,	 10:23-29)。�

  為耶和華建殿，工人十八萬，七年完工，以工藝精細著
稱(王上6-7章)；為自己建宮殿用了13年。	 

  最大的罪：不專心依靠神(王上11:1-12)。嬪妃一千(王上
11:1-13)，带来外邦的偶像崇拜。	 

所羅門王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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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与虛空	 
「虛空」本书中共出現33次,圣经中共出现63次，其中
旧约58次，新约5次。	 
1.煙霧、蒸氣、氣息,	 mere	 breath	 	 

2.沒本質,	 vanity,	 empty	 

3.無方向及目標,	 fleeting	 	 

4.徒勞無益的,	 futile	 	 

5.無意義,	 meaningless,	 senseless	 

6.抓不住,短暫易逝,	 temporary,	 transitory	 	 

「日光之下」出現29次	 
地面上	 

人的一生	 

有限時空內人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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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之下是虛空	 
  傳道書中常見到「日光之下」這個詞，總共出現過27

次。如：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

新事。	 」（1:9）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

（1:14）	 
「后来我察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

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2:11）	 

  「日光之下」是指人的世界。從古至今，所有的人都
生活於日光之下。人的世界中有許多的問題，也有許
多難解的事。傳道書每次提到「日光之下」，都牽涉
到一些不好的事：或是很煩惱，或是很勞苦，或是很
虛空，或是很單調，或是很不公平。日光之下充滿了
人的問題，我們若是一直停留在日光之下，就永遠找
不著出路。	 



7 

日光之上是应许	 
  出路是在日光之上。人的問題，要帶到神的面前才有

解答。這位傳道者是個聰明人，他做過許多「人生實
驗」，想要用人的方法，找到一種最喜樂、最滿足的
生活方式，可是結果都失望了。最後，他在神那裡找
著了答案，他說：「然而我準知道，敬畏神的，就是
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終久必得福樂。」（8:12）在全
書的結論，他再度強調說：「總意就是敬畏神。」
（12:13）	 

  不只是相信有神，而是要敬畏神，敬畏神才能解決問
題。敬畏神就是「謹守他的誡命」（12:13）也就是按
照神的話語來生活。雖然還是會遇到困難，也會有想
不通的時候，但是敬畏神的人「終久必得福樂」。從
律法書到詩歌書，這是神不變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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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尋求人生的意義	 
1.	 藉個人經驗尋求（1-2）	 	 

	 智慧的尋求	 -	 智慧多愁煩	 知識加憂傷（1:12-18）	 	 	 	 	 	 	 	 	 

	 成就的尋求	 -	 勞祿無益處	 享福也虛空（2:1-11）	 	 	 	 	 	 

	 	 	 愚昧狂妄的尋求	 -	 智愚無差異	 劳碌皆虚空（2:12-23)	 

	 第一個小結（2:24-26）	 

2.	 藉一般觀察尋求（3-5）	 	 	 	 	 	 	 	 	 
	 自然界的预定	 -	 萬事有定時 神旨難測透 （3）	 

	 第二個小結（3:12-13,	 3:22)	 
	 人世間的疾苦与谜团	 -	 欺壓勞碌妒嫉孤單（4）	 

	 前人的忠告	 -	 靜默敬畏神	 償還所許願（5:1-7）	 	 

	 富貴如浮雲	 有福享不到（5:8-17）	 	 

	 第三個小結（5: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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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尋求人生的意義	 
3.	 藉實際德行尋求（6-8）	 	 

	 物质不能满足人心（6）	 	 

	 智慧辨生死	 中庸對善惡	 （7）	 	 	 

	 無權掌生死	 人智實有限（8）	 

	 第四個小結（8:15-17）	 

4.	 回顧及結論（9-12）	 	 	 	 	 	 	 	 	 
	 世事難預料	 歷生死禍福（9:1-6）	 	 	 	 	 

	 第五個小結（9:7-9）	 	 	 	 
	 智慧勝愚昧	 積極勿遲疑（9:13-11:6）	 	 	 	 	 	 	 

	 事主要趁早	 莫等白了頭（11:7-12:8）	 

	 總結：當盡人本份	 敬畏守	 神的誡命	 (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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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者五處小結論与总结	 

  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  
神的手。	 

  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並且人人吃喝，在他一
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  神的恩賜。	 

  	 	 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分、
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　神的恩赐。	 

  在你一生虛空的年日，就是  神賜你在日光之下虛空
的年日，當同你所愛的妻，快活度日，因為那是你生
前在日光之下勞碌的事上所得的分。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　神、谨守他的诫
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作这是众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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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3: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3:2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3:3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3:4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3:5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3:6	 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	 	 

3:7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3:8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3:9	 这样看来、作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甚么益处呢。	 	 

3:10	 我见　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练。	 	 

3:11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
生原文作永远〕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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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的重要性 

9:11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
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
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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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宿命論（fatalism）認為人生的一切完全由預定的命運所主

宰，不是人力所可左右的。傳道書說：「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
所栽種的也有時…」（3:1-2）。傳道書是在提倡宿命論
嗎？	 

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認為生命是虛無的，無意義的，
沒有什麼道理好講，所以你愛怎麼活就怎麼活。傳道書
的作者說：「虛空的虛空」，又說：「凡我眼所求的，
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傳道書是在提倡存在主義嗎？	 

享樂主義（hedonism）認為享樂是人生的至德，凡是能夠
帶來樂趣的事物都是好的。傳道書說：「人莫強如吃喝，
且在勞碌中享福」（2:24）。又說：「我見為善為美的
事，就是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得
來的好處」（5:18）。傳道書是在提倡享樂主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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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極的人生觀（pessimism）認為人生是苦的，絕望的，不
管你怎麼努力，最後還是一場空。傳道書說：「我轉想
我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工作，心便絕望」（2:20）。又說：
「他日日憂慮，他的勞苦成為愁煩，連夜間也心不安，
這也是虛空」（2:23）。傳道書是在提倡消極的人生觀
嗎？	 

以上都不是傳道書的中心思想。傳道書屬於「智慧文學」，
是以神的智慧，來解決人的問題。書中所描寫的現象，
似乎很消極，但那些都是人的問題，不是神的答案。傳
道書在結束的時候說：「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
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12:13）。這句話是傳道書的
中心思想，叫人以敬畏神的心度世上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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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虛空	 智與愚均難逃一死。(2:15-16)	 
勞碌的虛空	 勤勞與懶惰的命運沒有不同。	 (2:19-20)	 
目標的虛空	 謀事在人，成事在神。	 (2:26)	 
競爭的虛空	 成功只帶來更多的嫉妒。	 (4:4)	 
貪婪的虛空	 物欲無底深淵，填之不滿。	 (4:7-8)	 
名譽的虛空	 只像過眼雲煙，轉眼即逝。	 (4:16)	 
金錢的虛空	 財富增加，平安減少。	 (5:10)	 
妄想的虛空	 多賺不能多享，徒增煩惱。	 (6:9)	 
無聊的虛空	 只能帶來無可避免的悲慘結局。	 (7:6)	 
報償的虛空	 行惡得獎，善惡不公。	 (8:10,14)	 

十種「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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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觀主義	 

懷疑主義	 

享樂主義 

　作者在有限的人生中、在物質享樂充斥的世界中，看到世
間事物空虛的價值，引導讀者從「空虛」转向「真實」	 ，從
思想「日光之下」	 進入追求「日光之上」	 。歸結出一個積
極和有意義的人生----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
的本分	 。	 	 

表面	 狹義	 深入	 廣義	 

日光之下 	 	 	 日光之上	 	 	 

空虛	 	 	 	 	 真實	 
今世 	 	 	 	 永生	 
不義 	 	 	 	 審判	 	 
苦難 	 	 	 	 平安	 
困惑 	 	 	 	 神掌權	 

讀傳道書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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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對現代信徒的意義--消極方面	 
  在困惑中敬畏	 

  人生常困惑(3:10,	 8:11,	 11:5)	 
  要謙卑	 (7:14,	 8:17)	 
  要敬畏(3:11,14,	 5:7,	 7:18,	 8:12)	 

  在無常中感恩	 
  人生有意外	 (2:18-19,	 9:11,	 10:8-9)	 
  死亡無可測	 (3:1-2,	 11,	 8:8,	 7:2-4)	 
  享受神所賜	 (2:24-26,	 3:12-13,	 5:18-20,8:15-17,	 9:7-9)	 
  感謝又知足	 (5:10,	 6:5-7)	 

  在短瞬中珍惜	 
  人生很短暫	 (6:12,11:10)	 
  生活在當下	 (9:10,	 11:7-10,2:24-26,	 3:12-13,	 5:18-20,8:15-17,	 9:7-9)	 

  在艱苦中奮鬥	 
  人生有逆境	 (3:1-8,	 7:14,	 9:1,	 5:8,	 8:10,	 9:6,	 4:13,	 4:4,	 7:21-22,	 10:20)	 
  奮鬥勿退縮	 (	 7:8,	 9:10,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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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書對現代信徒的意義--積極方面	 
  認清今世價值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裏面了。因
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
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
意的，是永遠常存。」	 (約壹二15～17)	 	 

  看見真神旨意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三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	 (羅12:2)	 

  為永生而勞力	 
	 「不要為自己積攢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因為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太六19～21)	 	 
不要為那必壞的食物勞力，要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勞力，就是人子要賜給你
們的，因為人子是父神所印證的。(約6:27)	 	 

  直奔標竿而活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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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重點	 ---	 類比其他經文	 
傳道書--	 問題	 	 	 	 	 	 	 	 	 	 	 	 	 	 全部聖經	 --	 答案	 

今世 	 	 在主裡	 

虛空 	 	 多做主工	 在主裏勞苦不是徒然(林前	 15:58)	 

生命的意義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	 

日光之下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西3:2)	 

無新事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林後5:17)	 	 

短暫 	 	 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	 (林後4:18)	 	 

無人記念 	 一杯涼水也要紀念	 (太10:42)	 	 

吃喝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是靠神口裏..一切話(路四4)	 	 

財富 	 	 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太16:26)	 	 

積財寶	 	 只要積財寶在天上	 (太6:19~20)	 	 

苦難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在我裏面有平安(約16:33)	 

萬事有定時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貪婪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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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	 	 

10:4掌權者的心、若向你發怒、不要離開你的本位、因為柔
和能免大過。	 	 

10:2 The thoughts of the wise lead them the right way, but the 
thoughts of the foolish lead them the wrong way.  

10:4 Don't quit your job simply because the boss is angry with 
you. If you remain calm and helpful, you can correct even great 
mistakes. 

中英翻译帮助理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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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翻译帮助理解	 2	 
11:1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	 	 
11:2你要分給七人、或分給八人、因為你不知道將來有甚麼災禍臨到地

上。	 	 
11:3雲若滿了雨、就必傾倒在地上‧．樹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樹倒在何

處、就存在何處。	 	 
11:4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11:1 Do good wherever you go. After a while, the good you do will come 
back to you. 

11:2 Invest what you have in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You don't know 
what bad things might happen on earth. 

11:3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be sure of. If clouds are full of rain, 
they will pour water on the earth. If a tree falls-to the south or to the 
north-then it will stay where it falls. 

11:4 But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you cannot be sure of. You must 
take a chance. If you wait for perfect weather, you will never plant 
your seeds. If you are afraid that every cloud will bring rain, you will 
never harvest your cr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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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翻译帮助理解	 3	 
12:3看守房屋的發顫、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從窗戶往外

看的都昏暗、	 	 
12:4街門關閉、推磨的響聲微小、雀鳥一叫、人就起來、唱歌的女子、

也都衰微、	 	 
12:5人怕高處、路上有驚慌、杏樹開花、蚱蜢成為重擔、人所願的也

都廢掉、因為人歸他永遠的家、弔喪的在街上往來、	 	 

12:3 At that time your arms will lose their strength. Your legs will 
become weak and bent. Your teeth will fall out, and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chew your food. Your eyes will not see clearly.  

12:4 You will become hard of hearing. You will not hear the noise in 
the streets. Even the stone grinding your grain will seem quiet to 
you.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hear the women singing. But even the 
sound of a bird singing will wake you early in the morning because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sleep. 

12:5 You will be afraid of high places. You will be afraid of tripping 
over every small thing in your path. Your hair will become white 
like the flowers on an almond tree. You will drag yourself along 
like a grasshopper when you walk. You will lose your desire, and 
then you will go to your eternal home. The mourners will gather in 
the streets as they carry your body to the gr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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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事都已聽見了，	 
總意就是敬畏神，	 
謹守他的誡命，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
分；	 
因為人所作的事，	 
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審問。	 

(傳1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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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思考	 

  你認同人生是虛空的嗎?	 

  傳道者說「日光之下無新事」在你認為什麼是新事?	 

  在你的生命裡	 ,	 因為與耶穌基督的關係而有了甚麼新
事	 ?	 請分享。	 

  基督徒的一生應當如何而行,	 讓生命活得有意義活得
更豐盛?	 


